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和提高文化自
信的宏大背景之下，国学开始广泛受到重视，汉字、成
语、古典诗词、书法的学习、教育、传播、研究非常活跃。
近日，在我的书橱里，一本被冷落多年的、由内蒙古教育
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趣味汉字》一书，再次引起了我的关
注与反思。

乍一看，《趣味汉字》不过是一本注释汉字形、音、
义的小字典，对于青少年学习汉字有帮助，但认真翻
阅，一番思索，竟然发现它是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
于一体的雅俗共赏的工具书。

汉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保留最完整、最稳固的一
种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源远流长、从未间断使用的文
字。很多汉字形体结构及其变化，简直就是一件人类
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艺术品。

《趣味汉字》，以传统的四种造字法排列，通过对每
个字形的分析，能让读者增长许多文化知识。例如

“网”是象形字，像一张狩猎用的支起来的网；后来增加
声符“亡”，造出形声字“罔”；“罔”字借作他用，遂又增
加一个意符，造出通用的形声字“網”字。现在“網”又
简化成“网”，使用了最古老的象形字。

“医”是个古老的会意字，外面的“匚”代表药匣子，
里面的“矢”代表针灸用的“箭头”。后来又增加了一件
医疗用具“殳”（能锤打的用具），造出新会意字“殹”。
后来增加意符“巫”和“酉”造出两个异体字。这“毉”和

“醫”两个异体字说明在古时期巫、医是不分的。现在
这个字又采用了最原始的“医”字。

《趣味汉字》对其他学科也有借鉴作用。比如凡是
用象形字的动植物，都是中国本土所生。“进口”的“狮”

则是形声字。“象”是象形字，说明“象”是中华本土的固
有动物，中原地区的河南古称豫州，简称豫。“豫”字形
符用“象”，说明远古时期中原地区是有象的。在河南
省的殷商墓葬中挖掘出大量象牙及其制品，可作旁证。

《趣味汉字》通过对字形的分析，还对某些学科的
历史作了有意思、有价值的猜想。根据“十”和“七”的
字形分析推测中国曾有过七进位的时期或地域。根据

“翰”的字形猜想中国古代有过用大鸟的羽毛作书写工
具的时期或地区。根据“铁”的古文字写作“銕”，推测
中国古代冶铁术是起源于周边少数民族的。这本讲汉
字的书，涉猎的各类文化知识还真不少。

《趣味汉字》一书，由序言、象形篇（人与人体、动
物、植物、自然现象、用具工具及其他）、指事篇、会意
篇、形声篇、笔画查字表、后记组成，共收集分析了象形
字近300个、指事字20多个、会意字500多个、形声字
约5000个。加上异体字、繁简字、古今字，涉及到的汉
字近6000个，共33万字。该书作者孙玉溱、孙危，其
中孙玉溱还有作品《汉语成语词典》（与他人合作）、《古
代诗人咏内蒙古》（选注）、《小诗碎词》等。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笔者冒昧撰写此文，
共享读友。

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趣味汉字》里的“趣味”

◎哈斯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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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文艺工作者围绕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以多种形式开展文艺创作，一时呈批
量生产之势，我们将这类文艺作品称为“抗疫文艺”。

“抗疫文艺”显而易见的特点首先是以线上传播为
主。再者，“抗疫文艺”形式多样，呈现出“短平快”的特
点。从发表的作品来看，有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书
法、曲艺、朗诵、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大多短小精干，易
于传播，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抗疫文艺”的主题也很突
出。疫情是突发性事件，在短时期内进行主题创作，体
现了文艺工作者对于疫情和国情的关注和关心，也表
现出他们对主题文艺创作的责任感。

但是，“抗疫文艺”也存在着短板与不足，需要我们
思考和提升。

不得不承认，当下的抗疫主题文艺创作大同小异，
缺乏创新，更缺少精品。“抗疫文艺”作品基本以讴歌、
宣传与劝导为主题，内容单薄单一，绝大多数抗疫歌曲
都未能传唱开来，不少抗疫诗歌从语言到内容均显雷
同。这反映出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既要瞄准一线战

“疫”者、同时也要关注外围人民群众生活状态的意识
还不够，考虑社会公众的主题文艺需求和接受程度的
能力还很有限。由于大部分创作者不能亲赴一线，仓
促创作，对素材未能深入消化，导致很多抗疫作品比较
粗糙，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大部分抗疫作品传播辐射范围有限，主题文艺创
作的影响力需要提升。相当多的“抗疫文艺”作品阅读
量和点击量不高，这除与作品质量有关外，还与创作
者、组织者以及发布平台对互联网条件下文艺创作和
传播规律的运用还不够娴熟有关。

由此，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以
互联网、新媒体为承载的网络文艺在推动形成新的文
艺生态方面还有待开发探索。例如，就内蒙古而言，尽
管相关网站、微信公众号、新媒体等发布了大量抗疫作
品，但大多都停留在征集、发布层面，在社会应急状态
下催生新的文艺生态形成的趋势还不够充分。疫情当
时，演出、电影、展览和相关的文化文艺活动都处于停
滞状态，网络文艺理应承担起丰富、满足广大民众文化
生活的主要角色，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相关工作还需
更有力的举措和更科学的路径来推进。

以上问题似乎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是“术”
的问题，经过思索和打磨，可以得到修正和提升。而更
为突出是，通过审视此次“抗疫文艺”创作，反映出文艺
工作者在突发疫情和主题文艺创作核心价值的关系问
题上，存在思考和认识明显不足问题。事实上，主题

文艺创作终究的核心价值是建构一个民族的精神史
诗，有着其自身的学理体系和创作规律，无视这个体
系和规律，作品往往适得其反。回想20世纪，尤其是
前半页的主题文艺创作，正是由于社会现实与艺术的
联姻，形成了社会现实与艺术在审美和具体功用上的
高度契合，为中国文艺史留下了各个艺术门类中的经
典。

反观疫情期间，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防控抗击，
彰显了制度的优势和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反映出一些
观念和管理的短板，这些都可以通过文艺创作去反思、
呈现、表达，优秀的作品会给人以灵魂深处的触动和警
示。“抗疫文艺”创作在内容、形式及艺术水准上存在着
种种不足，与抗疫现实所呈现的“真实”相比，多数作品
没有为人们展现出更典型、更概括的“艺术的真实”，即
由艺术创作而表现出来的更高级、更感人的真实，艺术
创作的价值处于“贫血”状态。比如，在“抗疫文艺”中，
我看到的几乎都是“歌颂”，歌颂当然无不可，但几乎所
有的作品都以“歌颂”来表达，那就是艺术的自我囚禁
与悲哀。那么在突发的灾难中，究竟该用艺术来表现
什么？如何表现？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如何引导疫情中的音乐、诗歌、美术、曲艺等各
种文艺创作；疫情结束后，如何做好有关疫情的长篇
小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电影、纪录片等文艺创
作，需要我们沉淀出更深层的理性思考，如此，才能
让“抗疫文艺”创作真正扛起自己的使命，促进整个
社会提升精神气质，优化文化心理，为我们的民族精
神“铸魂”。

当然，我们可以呼吁文艺创作者提升意识高度，扩
大审美视野，将自己置身于宏大的时代思想气象中，以
更高的站位、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分析疫情，也可以
在“抗疫文艺”创作中反对跟风模仿、堆砌素材，反对

“八股文”和“急就章”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反思一
些根源性问题，不能多一些思想和手段上的“解放”，类
似的主题文艺创作终究不会走上自我救赎之路，即使
拥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期待和盼望的力作还是会与我
们擦肩而过。

“抗疫文艺”之浅见
◎王宏伟

2019年认识了远心，捧读她的作
品，感觉真是文如其人，那些撞击感极
强的文字源自一个豁达而又隐秘多情
的心灵世界。远心从小生活在河北的
农村，直到14岁才来到内蒙古生活学
习，无拘无束的童年时代带给她太多对
于自由的憧憬与热爱，尤其是来到内蒙
古大草原，驰骋的骏马便成了她向往自
由精神的诗意表达。远心近十年写的
诗，有两三百首都有“马”意象，其中，
《我命中的枣红马》是我非常喜欢的一
首诗，原作发表于《中国作家》2018年
第5期。初读《我命中的枣红马》，便觉
得这首诗是她生命的写真集，用草原诗
歌中经典的“马”意象，传递着自己的成
长与追寻。

诗人在内蒙古学习工作多年，一直
居住在首府呼和浩特。在作品中，“枣
红马”直接作为“他者”幻象嵌入了诗人
的主体意识。形象学中，研究者在探讨
作品形象时大多围绕“为何想象”“想象
什么”“怎么想象”等问题展开，“枣红
马”作为诗中形象，自然也绕不开这几
个话语层面。

一、为何想象。这是一个前理解问
题。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虽然草原不
是诗人天天能够见到的，但毕竟近在咫尺，
蓝天、白云、马匹、羊群、毡房、牧人……这
些都是草原诗人们熟悉的意象。茫茫
草原是背景，而“马”是草原的灵魂。如
蒙古族民歌中吟唱的，“我的骏马飞腾起
来/我的精神抖擞起来……”腾飞的骏马
是草原生命象态的永恒呈现，是草原诗
人们在集体无意识中所共同遵循的情
感符号表达。如诗歌第一节：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我命中的枣红
马/曾经的黑被你眼底的风情镀亮/早
霞和夕阳烧融你金色双翅/爱和毁灭把
鲜血融进你的色泽/你的鬃颈和眼底的
雄光

诗人用最崇高、最干净的语言来描
述着她的“枣红马”，“枣红马”是理想、
是愿景、是爱、是美好，但也是苦难、是
血浆、是毁灭、是执着……“枣红马”最
终历练成了诗人的顶礼膜拜者，它可以
承载一切自由的呼吸和诗意的扩张。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假
设。这是诗人情感意愿的真实表达，是
不被任何世俗浸染的生命赤诚裸现，更
是审美升华时超越现实羁绊而与美取
得和谐的动态过程。

二、想象什么。具有约定俗成的共
性并兼有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
草原是草原诗人们生命的原乡，而马是
其共同指向的精神迷恋。无论是马的
嘶鸣还是其垂下的青鬃，无论是奋蹄急
驰还是娴静吃草，都是诗人的最爱，都
是她笔下所描绘的最美的构图，诗人把
个人沉浮完全融入了对“枣红马”壮美
气场的书写之中。如诗歌第二节这样
描述：

任何嘶鸣都不能牵绊你/我只有歌
唱，拉响马头琴的两根弦/一根绝望，一
根遥望

拉响马头琴，也拉响了诗人纠结的
内心，那种生命的忧伤是来自母性的叮
咛与孤独。诗人以从容的姿态仰视

“你”，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你”的存
在、“你”的远去。黑格尔指出：“在一个
深刻的灵魂里痛苦总不失为美。”这里，
诗人为我们呈现出来的，正是由痛苦走
向欢乐的悲壮。

我是无以逃遁的地母/遇见你赠予
你刺伤你喂养你/却不能和你一起飞翔
踏遍未知的大地

生活不需要想象，而自由的精神世
界是诗人想象的空间，诗思之光始终烛
照和提升着诗人的审美境界。

在第三节、第四节，诗人笔锋一转，
收敛起个体情感的无奈与忧伤，以想象
的画面让“枣红马”盎然屹立于广阔的
草原：

你把自己置于屠戮与厮杀的现场/
脸上露出宁静的笑靥，抿紧双唇……

我爱你抿着嘴唇的样子/青髭略浮
在唇上，唇线微微翘起……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诗人灿烂
的笑容，她是那么的爱笑，无论对方是
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她总是最令人瞩
目的那一个，所以她笔下的“枣红马”也
是爱笑的样子。无论过程怎样惊心动
魄、波澜起伏，“你奋蹄疾驰，让尘土飞
成光轮”“让那奔驰之力延续到无物的
荒野/与天宇间雷光星云的奥秘对垒”，
但最终还是归于平静。也许，在诗人的
意识深处，会藏着一个永恒的哲学命
题，生命本身自会产生“自由的快感”。
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生命活动的
自然选择是“快乐原则”，凡是不快乐的
活动，生命都拒绝参与。

三、怎么想象。“他者”的“物我同
一”。“物我同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精神，
诗人虽然推崇现代诗写作，但她作为古
典文学的博士生，骨子里自带一种“古
典情结”。艺术的创作有时真的在于

“神遇”，用庄子的理论说，就是“虚而待
物”，从“所见无非全牛”到“未尝见全
牛”，再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是一
个从处身物外、用感官去观察，到渐入
物中、以精神去领会的过程。“神遇”可
遇而不可求，是饱尝情感折磨和灵魂震
荡后“形而上”的自我体验。诗人“神
遇”她“命中的枣红马”，虽“不能和你一
起飞翔踏遍未知的大地”，但“你”的风
情早已把“我”的黑暗镀亮。

诗歌第四节：
我放开了手中的缰绳/一匹野马的

魂灵注定与无边的野草共生/而我不是
野草，不是草原/我是一座不会移动的
山丘/站在你出发的地方

诗人遇见、迷恋、痴情、追随，生命
中的“枣红马”似乎近在咫尺，但又远
隔天涯，最后只能选择“我放开了手中
的缰绳”，用“他者”的壮美抚平了内心
的焦虑与孤独。“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
与无边的野草共生”，而我，“不是野
草，不是草原”，想象的目光似乎越来
越坚定，诗人用二元对立的思辨对自
己做出了清醒的定位。在此，“枣红
马”意象也由现实摹写进入了精神内
涵的提纯，它是自由，是力量，是远方
……是与诗人擦肩而过的偶遇与珍
惜，在意识深处，“枣红马”真成了诗人
的惺惺相惜，并通过距离感诠释出了
等待的美好与满足。

远心的诗风给人一种雄浑大气之
感，符合草原辽阔苍茫的地域特质。但
身为女性诗人，自有她内心深处的纤细
与敏感，有现实遭遇中的心灵悸动，也
有一种母性的慈悲，所以在她的这首
《我命中的枣红马》中，既有她的游移与
徘徊，也有她的冷静与决绝，正如诗歌
结尾：

我已悄悄地走过很多四季/为了走
到你马蹄到达之地/日复一日，置备粮
草和精气

我虽然爱“你”，崇拜“你”，但我真
的“不是草原”，只能“为了到达你所在
之地”而“置备粮草和精气”。其实，诗
歌写作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情感对照，如
拜伦所说，“爱我的，我报之以叹息；恨
我的，我撇之以微笑”。这里，诗人和早
已融入生命的“枣红马”虽然渐行渐远，
但距离不仅没有让情感产生疏离，反而
进一步演变成了生命的执着与坚守，让
她在完成精神成长的过程中也获得了
内心的沉淀与安宁。

来自“他者”生命的壮美
——读远心《我命中的枣红马》

◎杨瑞芳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蒋希武 摄


